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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江第一峰
要要要贺铜钵诗社成立
阴钟广东渊自然资源局冤

巍峨铜钵山袁
绵江第一峰遥
奇特方竹翠袁
树裟舞清风遥
登高众山隐袁
远眺百叠重遥
身临名古刹袁
人间仙境中遥

贺铜钵山诗社成立并访铜钵山赋
阴刘强

巍峨寺址植前朝袁
世外桃源远市嚣遥
友爱禅房幽静处袁
清谈半日俗尘消遥

贺铜钵山诗社成立并赋访铜钵山
阴谢燮

轻车卷雾上云峰袁
曲径寻幽反向东遥
欲上铜钵参古殿袁
陵峦卧顶敢称雄遥

游铜钵山
阴罗承连渊九堡冤

乘兴趋车上峰巅袁
重嶂叠峦百数弯遥
晴朗渺眸三县界袁
雾阴疑处六层天遥
一松九尾迎霜雪袁
四棱方竹引客仙遥
曾是红军征战地袁
茶歌阵阵韵香甜遥

贺铜钵山诗社成立
阴蔡秀柱渊冈面冤

屹立绵江称首峰袁
巍峨雄峻傲苍穹遥
诚心借用铜钵号袁
着意谋求诗社红遥
昔日茶歌天籁乐袁
今朝词赋宋唐风遥
继承优秀古文化袁
国粹流芳咏者荣遥

铜钵山采风有感
阴肖运华渊文化馆冤

人寰玉宇起苍黄袁
铜钵山穹雾海茫遥
曲径拾阶攀胜景袁
峰峦叠嶂秀琼妆遥

贺瑞金铜钵山诗社成立
阴谢世信渊黄柏冤

名山耸峙培灵秀袁
伟岸磅礴虎瀚川遥
正是秋高风送爽袁
群贤毕至启宏篇遥

浣溪沙·深秋游铜钵山
阴谢存焱渊象湖冤

冬至秋辞风渐寒遥
雾涛云涌鸟声残遥
深深道院彩云间遥
峭壁悬崖松不老遥
叮咚泉水响山川遥
寺门幽处觅诗还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袁全党深入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冶主题教育活动之际袁我不禁又
一次想起 16 年前拜访著名军旅作
家魏巍的情景遥

少时读 叶谁是最可爱的人曳袁常
常被作品中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髙
尚情操所震撼袁 也为跃动于文章字
里行间的作者的赤诚之心所感动遥
这篇散文作者就是魏巍遥 当年他深
入朝鲜战场采访袁 耳闻目睹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士前仆后继尧 浴血奋战
抗击敌人袁 面对朝鲜人民却充满救
死扶伤尧同甘共苦的深情厚谊袁以及
宁愿自己蹲防空洞尧吃炒面袁也要保
卫祖国人民安宁的感人故事袁 他急
切地想把一切所见所闻袁 都告诉祖
国的朋友们袁尤其是想告诉大家院谁
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遥 于是有了这篇
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大文遥 随
着阅读魏巍作品的增多袁 我越来越
想见见这位常常令人心潮澎湃的大
作家要要要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的遥

岂料好事说来就来遥 2003 年深

秋十月袁京城枫叶正红遥 笔者应邀参
加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办尧区
政府方志办组织的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 110 周年活动袁 有幸拜访了心
仪已久的魏老袁得尝夙愿遥

10 月 22 日下午 3 时左右袁东城
区尧遵义市尧瑞金市尧西柏坡的党史工
作者一行十余人袁乘车来到北京军区
机关驻地遥 在魏老的警卫员引领下袁
我们进入他居住的小院遥 院子不大袁
却种了不少花木遥 菊花尧一串红等开
得五彩缤纷袁山楂尧柿子树结得果实
累累袁让人赏心悦目且似有所得遥

魏老无疑是个高级干部 渊听说
享受副兵团级待遇冤遥 他于 1937 年
参加八路军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长期在部队工作袁 曾任总政创作室
副主任尧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尧军区
政治部顾问遥 但他仍然住在一幢老
式二层红砖小楼的一个单元里遥 小
楼外墙没有镶嵌光洁鲜艳的瓷砖袁
门窗也没有包装遥 总之没有一点野与
时倶进冶的样子遥 不大的门厅渊倒不
如说是过道冤一侧袁是个十几平米的

会客室遥 进到室内袁抬眼可见正面墙
上袁 挂着一幅著名画家李琦给魏老
的赠画叶鲁迅曳曰开门的一面墙上袁一
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占据了整墙
的近四分之三;地图对面墙上袁则悬
挂一幅魏老的书法作品要要要行草体
毛泽东的 叶沁园春窑长沙曳遥 靠窗一
头袁 呈直角状摆放了两张三座沙发
夹一张茶几袁 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着
一张象棋棋盘遥 室内较为现代的袁是
对门一角用布罩着的电视机和钢琴
渊抑或风琴冤遥 这些陈设使整个会客
室满满当当袁说得好听是充实袁说得
难听是促狭遥

难道这就是一个高级干部的会
客室钥 还不如一个中等工薪族的呀袁
更无法和先富起来的比遥 然而袁这真
真切切是魏老的会客室遥 这里的确
没有物质上的优裕丰盈尧气派堂皇袁
但有精神上的博大尧深邃尧高尚尧富
有袁显示着室主独特的阅历尧气质尧
情感和追求遥 这又岂是一般人或某
些人所能望其项背的遥 想到这些袁我
们不由得肃然起敬遥 渊待续冤

读叶天空下的麦菜岭曳这本书之
前袁 我曾经读过作家朝颜的一些诗
歌遥 她的诗歌写得非常好袁不会像有
的现代诗歌一样晦涩难懂遥 野再没有
那样的夜晚袁四周灯火迷离遥 冶野哦袁
我怎么知道 辕 你就是我的王者袁我的
撒旦袁我的魔遥 冶野除了风袁再没有别
的声音袁可以遮住人世的悲伤遥 冶随
便挑上哪句袁 都足以让人的情感得
到共鸣遥

朝颜的散文读起来就像一首
首现代诗遥 无论怎样简单的一件事
物袁 写出来后都能给人以语言美的
享受遥 比如叶寂舞曳中写秋夜袁野在南
方袁 秋日的夜晚仍显示出它的萌动
和微热袁我忽然感到光阴的虚弱遥 夜
风是一对巨大的翅膀袁 它总是想带
着我到处飞翔遥 冶比如在叶扇子曳中写
蒲扇袁野在瑞金粜米巷袁 我被一把粗
制的蒲扇掠夺了目光遥 淡黄的颜色袁

放射状的扇纹袁在
一个耄耋老人的手
中轻轻摇动遥 我仿
佛能看到一阵清风
吹动的涟漪袁将一圈
圈的旧时光轻轻荡
开遥 冶这些优美的语

言构成了本书的显著特色袁也吸引着
读者反复品味遥当然这也是与朝颜的
语言天赋和丰富想象力分不开的遥

文学归根结底就是人学遥 人的
悲欢离合袁人的七情六欲袁人性中的
善与丑袁都需要文学作品去反映遥 同
时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时代和地域
的限制遥 一直以为袁只有虚构自由的
小说才能反映一个时代复杂的人
性袁比如陈忠实的叶白鹿原曳袁余华的
叶活着曳袁苏童的叶妻妾成群曳等等遥 这
次朝颜的叶天空下的麦菜岭曳颠覆了
我的陈腐观念遥 原来散文也可以写
得这样好袁 也可以这样深刻的反映
社会人性遥 这部散文集虽说是由分
散性的篇章组成袁人物袁事物袁随感
等表面上显得有点纷繁芜杂袁 但其
主题是一致的遥 那就是作者对乡村
生活的真实记录与怀念遥 对故乡的
怀念和观照袁 能触动人内心最柔软

的部分遥 特别是在作者高超的语言
驾奴能力之下袁童年的苦难和快乐袁
青春期的困惑和迷茫袁 乡村的逸闻
趣事袁乡村人的愚昧和热情袁乡村人
的逃离和无奈等等都让人有身临其
境之感遥

可能是我跟作者同龄且经历
有几分相似的原因袁 所以作家笔下
的乡村生活仿佛就是写的我家乡的
生活遥 相信每一个 80 年前后出生的
瑞金人都会有同感袁 都会从中找到
自己和亲人朋友的影子遥 麦菜岭只
是个小地名袁 但在赣南大地上有无
数个麦菜岭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这本
散文集可以说是研究客家文化的好
素材遥 童年对蛇的恐惧和无奈袁农妇
寻死觅活地去吃农药袁 在艰苦的条
件下求学袁各种悲剧式的乡村爱情袁
各种特色小吃的诱惑袁 亲人邻里之
间的爱恨纠葛袁 这些乡村的风土人
情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袁 那个
时代的生活图景袁 那个时代的爱恨
情仇遥 如今袁这些过去的乡村生活方
式在渐渐消失袁城市化袁打工潮袁工
业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渐瓦解乡村袁
这也是作家朝颜骨子里的孤独感的
形成缘由遥

深秋京城访魏巍渊一冤
阴曹春荣渊市委党史办冤

永恒的乡愁
要要要作家朝颜叶天空下的麦菜岭曳印象

阴刘林林渊谢坊冤

竹 佚名 摄


